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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彩虹之光”电亮乡村扶贫振兴路

2020年，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围绕电力服务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以客
户电力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提升电力扶贫能力，
努力实现贫困地区从“用上
电”到“用好电”的转变，为脱
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坚持物质扶贫与思想扶
持相结合

滕家镇单家村是省级贫
困村，也是国网荣成市供电公
司定点扶贫包保对象。在开展
扶贫攻坚活动中，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与村志愿者开展结对共建
活动，定期组织人员入户走访
活动，了解贫困户生活状况，
及时为贫困户及老党员送去
慰问品。听取贫困户对供电服
务和脱贫攻坚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结合村中贫困户自身的
优势，主动出谋划策帮助贫困
户寻找致富路子。今年以来，
引导该村贫苦户种植生姜
1200多亩，在走访过程中，服
务队为贫困户家中的用电设
备进行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

坚持产业扶贫与政策扶
持相结合

“以前村里没有产业，年

轻人都外出去务工了，现在村
里有了自己的产业，我准备让
外出打工的儿子回来，在家赚
钱一点也不比外出务工少。”
今年65岁的村民邓大爷边翻
晒着西洋参边说。在福记西洋
参加工厂，新上的空气能热泵
烘干机正在有条不紊的运转
着。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彩虹
共产党员服务队经常到西洋
参种植户及加工厂开展义务
服务，为村里的电力设备建立
了健康档案，详细了解西洋参
的种植、收获时间，为每家加
工厂量身定制了专项供电方
案，提供“一对一”服务，科学
核算用电负荷，掌握用电需
求，用最简流程、最优方案、最
快速度，帮助用户新上空气热
能泵烘干机等节能设备，助力
西洋参加工企业加速迈进产
品深加工队伍，打造乡村产业
扶贫振兴之路。

坚持光伏扶贫与专业扶
持相结合

电力是经济建设的“先行
官”，是精准扶贫的助推器。去
年，在单家村原有的光伏电站
基础上，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筹措资金为该村新增了一座
扶贫光伏电站，两座电站装机
总容量60多千瓦，预计每年可

产生净收益3万余元。“多亏了
光伏发电政策，现在光伏电站
每个月都为我们村带来稳定
的收入，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暖
心食堂经营、村里建档立卡贫
困户大病救助，让村民享受到
实实在在的好处。”单家村党
委书记邹本友说到。今年，国
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又投资了
26万余元，对单家村高、低压
线路进行了改造，极大提高了
单家村区域的电网网架结构，
确保了用户在用电高峰期的
高质量用电需求。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始终
坚持“发挥专业优势，电力脱贫
先行”原则，先后为8个乡镇38
个贫困村，架设10千伏架空线
路2 .903千米，低压架空线路45
千米，电缆线路3 . 4千米，安装
变压器12台。完成光伏扶贫项
目23个，并网容量864 . 1千瓦，
足额结算国家补贴电费230 . 2
万元，光伏发电及政策补贴已
帮助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同
时，在高标准实施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的同时，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还不断拓展带电作业范
围，减少电力线路停电次数，让
产业扶贫项目用电无“忧”，为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电力保障。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将
继续统筹推进电力扶贫实践
活动，狠抓工作落实，在精准
实施扶贫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高效完成光伏扶贫项目配
套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
力系统的专业优势，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王录刚)

多种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安全与其他工作是
‘1’和‘0’的关系，守不住
这个‘ 1’，就会‘一失万
无’。换句话说，一旦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整个公司、
所有专业、全体干部职工
的辛勤努力都会付之东
流，所以我们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以对事业、对企
业、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
度守好安全‘生命线’。”6
月24日，国网荣成市供电
公司开展“一把手”讲安全
课活动，对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再强调、再部署。

6月以来，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紧紧围绕“消除事
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
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安全生产月”活动。
一是线上线下相结

合，开展“618购物节”电商
服务。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先后到俚岛丸福海带、
虎山鲁阳水产有限公司等
电商企业开展专项服务。
主要对电商企业生产用电
设备和线路进行排查和消
缺，确保每天的准时出货
量，给企业人员宣讲安全
用电常识，提高企业安全
用电意识和水平，同时，在
赶上走货时间点，帮助核

对发货单、封贴标签等力
所能及服务，用“充满电”
的服务，助力电商跑的“又
好又快”，受到电商企业的
好评。

二是消防结合抓重
点，开展“易燃易爆企业用
电安全”专项体检。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内
加油站、液化气站等易燃
易爆企业，重点检查站内
电气设备运行是否安全正
常，通气管道、加油(气)机
与电力设施距离是否符合
安全要求，电线与各类电
器开关点是否接触良好，
线路有无绝缘破损以及私
拉乱接现象，并对用户设
备进行现场测温、测压、测
流。此外，检查人员还向加
油站、加气站工作人员讲
解安全用电知识及注意事
项，杜绝各类违规用电行
为，加强工作人员安全用
电意识。攻击排查隐患46
处，现场解决32处，下达整
改通知14处，极大确保了
站内安全用电

三是季节隐患早防范，
开展“用电安全走进田间地
头”专项行动。在麦收农忙
到来之际，针对麦收期间天
气干燥、临时用电较多和焚

烧麦秸等极易引发各类用
电安全事故等情况，服务队
走进田间地头，向农户宣传
安全用电、麦收防火和电力
设施保护知识，增强农户的
规范用电、依法护电的意
识。按照“早动手、早安排、
早防范”的思路，服务队员
在田间电杆张贴反光膜标
识，防止农用机械误碰电
杆、拉线，主动上门服务麦
收期间报装用电，确保用户
在最短时间内“用上电，用
好电”。

四是宣传引导相结
合，开展用电安全“四走
进”专项活动。彩虹共产党
员服务队还走进学校、走
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农
村大集开展安全宣传活
动，通过现场讲解等形式，
宣传《电力法》、安全用电
常识以及电力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深
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打
通了与百姓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了服务“零距
离”，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

下一步，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还将继续开展好安
全生产系列活动，严抓安全
管理，严守安全红线，确保
人身、电网、设备安全。同
时，针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
夏用电高峰期，开展“安全
生产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完
善各类应急预案，提高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的电网安全稳
定。

(王录刚 朱庆君)

荣成市人民医院电梯救援应急演练
日前，荣成市人民医院组

织开展电梯困人应急救援演
练。演练情景预设为综合病房
搂1号电梯突发断电故障，电
梯停滞4至5层之间，5人被困

在电梯内，其中一人昏倒。电
梯操作员第一时间利用轿厢
紧急报警装置、报警号码向外
求救，医院迅速启动应急救援
预案，维保单位和急诊科迅速

到场展开救援，保卫科第一时
间设置围挡，避免造成二次伤
害。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后，维
保人员迅速排除故障，电梯恢
复正常运行。 (李煜)

定期体检很重要 你的身体或许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定期做健康体检不仅仅

是为了检测我们身体是否存
在一些疾病，更重要的是通过
体检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根据体检报告的数据及时
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等，达到主动管理健康治未
病的目的。

荣成市中医院健康查体

中心主任张丽丽认为，健康体
检和医疗过程的一个重要区
别，在于健康体检面向的人群
主要是一些健康人，或者有疾
病高危因素的健康人。许多疾
病在初期甚至中期可能都没
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有自觉症
状轻微，因此不能过于依赖自
己的感觉，要通过专业的体检

来检查和发现潜在的疾病。而
体检的一大目标，就在于筛出
其中混杂的一些有疾病却没
有症状的人。通过体检早期发
现亚健康状态和潜在的疾病，
及时进行调整和治疗，对提高
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减少医
疗费用、提升生命质量有着重
要的意义！(王金玲 原彩霞)

荣成市人民医院溺水急救演练

近日，荣成市
人民医院组织医
务科、护理部、办
公室、保卫科、总
务 科 、医 疗 设 备
科、院容科等部门
联合开展溺水急
救演练。

(李煜)

荣成市人民医院新发热门诊正式启用

为更加有力有效地做好疫情
防控，切实筑牢抗击疫情的坚固防
线，荣成市人民医院投入200余万
元，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推进新发
热门诊建设。经过合理规划和加紧
施工，6月28日，符合院感要求，高
标准、高规格的新发热门诊正式启
用。

新发热门诊位于综合病房楼附
属楼一楼，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分
区符合要求。门诊设有三区(门诊
区、病房区、工作人员区)、三通道(患
者通道、污物通道、工作人员通道)，
洁污分区合理。门诊区设置普通诊
室、师生专用诊室，就诊遵循一人一
诊室原则，严格控制交叉感染的风
险。病房区设置三间留观室，设有独
立的新风系统，独立空调、独立卫浴
间，配备由两层玻璃和紫外线系统
构成的传递窗、呼叫系统等设备，实
现对留观患者的“零距离”守护。发
热门诊候诊区、诊室、卫生间等区域

均安装紫外线消毒灯。另外，还设置
独立的挂号收费处、检查室、治疗室
等区域，收费、看诊、初步检查都在
门诊区域独立完成，有效避免患者
交叉感染。

新发热门诊现有医护人员31
人。科室不断强化专业培训，每周培
训不低于2次，重点强化对新冠肺炎
病毒筛查、发热患者区分、分层分类
管理等内容的掌握力度，切实做到
沟通及时、诊疗同质化。同时派专人
负责开展并记录每日空气、物表、器
械、地面消毒及医疗废物处置等情
况，有效提升门诊管理水平及接诊
处置能力。

新发热门诊开诊后，对发热患
者的分流速度明显加快，诊疗路径
进一步优化，有效确保“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落地生效，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更有力的

“前哨”作用。
(李煜)

今年中、高考不一般 疫情、延后、高温，教你如何从容应对！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高

考，该如何调整我们的心理与身
体，平稳而顺利地面对考试呢？
荣成市中医院急诊科的李剑锋
主任建议大家从以下几点着手
调整自己。

1 .制定规律的作息时间，尽
可能的保证自己的睡眠时间和
睡眠质量。

2 .规律的饮食，且饮食丰
富、营养。有些同学因为赶时间
学习，不按时吃饭，这是非常不
可取的。多吃清淡易消化且富含
蛋白质和葡萄糖、维生素的食
物。

3 .适量的运动。不但能够锻
炼身体，而且还能够释放焦虑情
绪，达到一定的情绪舒缓效果。

4 .准备高温神器。今年的高
考正好是7月份的酷热夏季，建
议每位考生在进入考场前，可以
准备一点绿豆汤带进考场，可以
有效的做到清凉祛暑，另外也可
以准备一些风油精和藿香正气
水为考试做好防中暑保障。

5 .当压力大的时候，首先要
能接纳自己的情绪。要学着释放
压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比
如听听舒缓的音乐、和好朋友倾
诉、跑跑步、画画、和父母或者老
师交流、在大自然中散步等等。

6 .面对还未结束的疫情，甚
至我们所在的城市不定时的还
是会出现感染病例，肯定会带来
一些焦虑、恐慌的情绪，考试在
即的我们，需要尽量减少由于疫

情给情绪上带来的困扰，好自我
防护措施，戴好口罩，勤洗手，相
信我们国家的政府和医务人员
等会尽最大努力让疫情得到很
好的控制。

另外，也要建议家长把状态
调整好，当家里有考生时，有时
候家长们其实也是很紧张的，甚
至压力更大。这个时候，家长很
容易把自己的焦虑情绪传递给
孩子，反而造成不好的影响。所
以，家长们的自我调试也是非常
重要的。

家长做好后勤工作，照顾好
孩子的衣食住行，关注一下孩子
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孩子精神
上的帮助。

(王金玲 闫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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